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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2347 号 

 

上海闵行大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上海闵行大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贵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6

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

（1）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

（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

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

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

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

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

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

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

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

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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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闵行大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六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上海闵行大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82077123J，

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 573 号。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2亿元，股东持股情况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0%、

上海虹口大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20%、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10%、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上海古美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公司经

营范围为：发放贷款及相关的咨询活动。目前为经营期。 

 

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三、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一)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报告期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二) 会计期间 

自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三) 营业周期 

本公司营业周期为 12 个月。 

 

(四)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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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本公司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确认为现金。

将同时具备期限短（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现金、

价值变动风险很小四个条件的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 

 

(六)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包括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1、  金融工具的分类 

管理层按照取得持有金融资产和承担金融负债的目的，将其划分为：持有至

到期投资；应收款项；贷款。 

 

2、  金融工具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1）持有至到期投资 

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和相关交易费用

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持有期间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实际利

率在取得时确定，在该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保持不变。 

处置时，将所取得价款与该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2）应收款项 

公司对外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应收债权，以及公司持有的其他企业的不

包括在活跃市场上有报价的债务工具的债权，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

以向购货方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具有融资性质的，按其

现值进行初始确认。 

收回或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应收款项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3）贷款  

贷款在本公司收回或处置贷款时，应按取得的价款与该贷款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额，确认为当期损益。 

 

3、  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公司发生金融资产转移时，如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

移给转入方，则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如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

风险和报酬的，则不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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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断金融资产转移是否满足上述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采用实质重于形

式的原则。公司将金融资产转移区分为金融资产整体转移和部分转移。金融资

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2）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

（涉及转移的金融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情形）之和。 

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价值，

在终止确认部分和未终止确认部分之间，按照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

并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 

（2）终止确认部分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

中对应终止确认部分的金额（涉及转移的金融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情形）

之和。 

金融资产转移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所收到的对价确

认为一项金融负债。 

 

4、  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 

金融负债的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则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

部分；本公司若与债权人签定协议，以承担新金融负债方式替换现存金融负债，

且新金融负债与现存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上不同的，则终止确认现存金融

负债，并同时确认新金融负债。 

对现存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合同条款作出实质性修改的，则终止确认现存金融

负债或其一部分，同时将修改条款后的金融负债确认为一项新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终止确认时，终止确认的金融负债账面价值与支付对价

（包括转出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若回购部分金融负债的，在回购日按照继续确认部分与终止确认部分的

相对公允价值，将该金融负债整体的账面价值进行分配。分配给终止确认部分

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包括转出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

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5、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本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全部直接参考期末活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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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报价。 

6、  金融资产（不含应收款项）减值的测试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  

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外，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

日对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发生减

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减值准备：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损失的计量比照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计量方法处理。 

 

(七) 贷款损失准备及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 贷款损失准备 

公司采用以风险为基础的分类方法，即把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

损失五类，资产风险分类判断标准及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风险类别 认定标准 
计提比例

(%) 

正常 

首贷户预分类时一般归入正常类；借款人经营正常并按时还本

付息，或逾期 3 个月（不含）之内或欠息 10 个工作日（不含）

之内，担保状态正常，在没有足够理由怀疑贷款本息不能足额

偿还情况下，可认定为正常类。 

1 

关注 
若贷款出现逾期 3 个月（含）以上 6 个月（不含）以下，或欠

息 10 个工作日以上，预计贷款无损失的，认定为关注类。 
2 

次级 

若贷款出现逾期 3 个月（含）以上 6 个月（不含）以下，或欠

息 1 个月（不含）以上，预计担保清偿后损失小于等于 25%的，

认定为次级类。 

25 

可疑 

若贷款出现逾期 6 个月（含）以上，或欠息 2 个月（不含）以

上，预计担保清偿后损失大于 25%，小于等于 50%的，认定为

可疑类。 

50 

损失 
借款人因依法解散、关闭、撤销、宣告破产终止法人资格，依

法追诉担保后，预计损失大于 50%的，应认定为损失类。 
100 

 

2、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单项账面金额 500 万元及以上的应收款

项。 

 



上海闵行大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财务报表附注 

财务报表附注 第 5 页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

的应收款项，将其归入相应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关联方组合（母公司合并范围

内） 
按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划分组合 

账龄组合 

除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组合及单项金额重大

并已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之外，其余应收款项按账龄

划分组合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关联方组合（母公司合并范围

内）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账龄组合 按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1 1 

1－2 年（含 2 年） 5 5 

2－3 年（含 3 年） 10 10 

3－4 年（含 4 年） 30 30 

4－5 年（含 5 年） 50 50 

5 年以上 100 100 

 

组合中，采用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组合名称 方法说明 

关联方组合（合并范围内）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了减值，按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如经测试未发现减值，不计提坏账准备。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账龄时间较长且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发生了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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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

准备。 

 

(七) 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并且使用寿命超

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固定资产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 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分类计提，根据固定资产类别、预计使用寿命和

预计净残值率确定折旧率。如固定资产各组成部分的使用寿命不同或者以不同

方式为企业提供经济利益，则选择不同折旧率或折旧方法，分别计提折旧。 

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通用设备 5 4 19.2 

 

(八) 长期资产减值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

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

计入减值损失。 

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

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九) 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为已经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各项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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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摊销方法 

长期待摊费用在受益期内平均摊销，其中： 

（1）预付经营租入固定资产的租金，按租赁合同规定的期限平均摊销。 

（2）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改良支出，按最佳预期经济利益实现方式

合理摊销。 

 

2、 摊销年限 

装修费按 5 年平均摊销。 

 

(十) 职工薪酬 

1、 短期薪酬 

本公司在职工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

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本公司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按规定提取的工会经费和

职工教育经费，在职工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根据规定的计提基础和

计提比例计算确定相应的职工薪酬金额。 

职工福利费为非货币性福利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2、 辞退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本公司在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议所提供的辞退福利

时，或确认与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时（两者孰早），确

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 

 

(十一) 收入 

1、 利息收入和支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工具，利息收入和支出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按金融工

具的实际利率在利润表中确认。实际利率法是一种计算某项金融资产或负债

的摊余成本以及在相关期间分摊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的方法。实际利率是在

金融工具预计到期日或某一恰当较短期限内，将其未来现金流量贴现为账面

净额所使用的利率。本公司在估计未来现金流量时，会考虑金融工具的所有

合同条款，但不会考虑未来的信用损失。计算实际利率会考虑交易成本、折

溢价和合同各方之间收付的所有与实际利率相关的费用。 

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相关的利息收入按照计量损失的未来现金流贴现利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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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2、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通常在提供相关服务时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 

 

(十二) 政府补助  

1、 类型 

政府补助，是本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分为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本公司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

期资产的政府补助，包括购买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财政拨款、固定资产专

门借款的财政贴息等。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之外的政府补助。本公司将政府补助划分为与资产相关的具体标准为：企

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 

本公司将政府补助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具体标准为：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对于政府文件未明确规定补助对象的，本公司将该政府补助划分为与资产相

关或与收益相关的判断依据为：将政府补助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 

 

2、 确认时点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时点：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时点：相关费用或损失发生时。 

 

3、 会计处理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按照所建造或购买的资产使用年

限分期计入营业外收入；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本公司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

得时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用于补

偿本公司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直接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十三)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对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的用来抵扣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 

对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除特殊情况外，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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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特殊情况包括：商誉的初始确认；除企

业合并以外的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的

其他交易或事项。 

当拥有以净额结算的法定权利，且意图以净额结算或取得资产、清偿负债同时进行

时，本公司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报。 

当拥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利，且递延所得税资

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是与同一税收征管部门对同一纳税主体征收的所得税相关或者

是对不同的纳税主体相关，但在未来每一具有重要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转回

的期间内，涉及的纳税主体意图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和负债或是同时取得资

产、清偿负债时，本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报。 

 

(十四) 租赁    

经营租赁会计处理 

（1）公司租入资产所支付的租赁费，在不扣除免租期的整个租赁期内，按直

线法进行分摊，计入当期费用。公司支付的与租赁交易相关的初始直接费用，

计入当期费用。 

资产出租方承担了应由公司承担的与租赁相关的费用时，公司将该部分费用从

租金总额中扣除，按扣除后的租金费用在租赁期内分摊，计入当期费用。 

（2）公司出租资产所收取的租赁费，在不扣除免租期的整个租赁期内，按直

线法进行分摊，确认为租赁收入。公司支付的与租赁交易相关的初始直接费用，

计入当期费用；如金额较大的，则予以资本化，在整个租赁期间内按照与租赁

收入确认相同的基础分期计入当期收益。 

公司承担了应由承租方承担的与租赁相关的费用时，公司将该部分费用从租金

收入总额中扣除，按扣除后的租金费用在租赁期内分配。 

 

(十五) 关联方 

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

方控制、共同控制的，构成关联方。关联方可为个人或企业。仅仅同受国家控制而

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关系的企业，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本公司的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 

（1）本公司的母公司； 

（2）本公司的子公司； 

（3）与本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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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本公司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 

（5）对本公司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 

（6）本公司的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的子公司； 

（7）本公司的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的子公司； 

（8）本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9）本公司或其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10）本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

制、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 

 

(十六) 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

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

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

金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2）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

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

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11,490.59 元，调

减管理费用本年金额 11,490.59 元。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本报告期无重要会计估计的变更。 

 

四、  税项 

公司主要税种和税率 

税 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应税贷款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6%、3% 

营业税（注） 应税贷款利息收入 5%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25% 

注：根据财税〔2016〕36 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规定，本

公司原缴纳营业税的相关收入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改为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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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以下金额单位若未特别注明者均为人民币元） 

 

(一) 货币资金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库存现金 7,195.80 4,477.00 

银行存款 2,726,992.56 35,160,801.06 

其他货币资金 9.03  

合    计 2,734,197.39 35,165,278.06 

 

(二)  其他应收款 

1、 其他应收款构成 

账  龄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占总额

比例 

坏账准备 

坏账准

备比例 

账面余额 

占总额

比例 

坏账准备 

坏账准

备比例 

1 年以内 69,416.07 9.03% 694.16 1.00% 702,128.12 100.00% 7,021.28 1.00% 

1-2 年 699,557.72 90.97% 34,977.89 5.00%     

合  计 768,973.79 100.00% 35,672.05  702,128.12 100.00% 7,021.28  

 

2、 期末余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性质或内容 欠款金额 账龄 

占其他应

收款总额

的比例 

上海江苏饭店有限公司 借款方 
代垫诉讼相

关费用 
289,134.00 1－2 年 37.60% 

上海鲁博贸易有限公司 借款方 
代垫诉讼相

关费用 
170,281.14 1－2 年 22.14% 

上海联富服饰市场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借款方 

代垫诉讼相

关费用 
98,243.00 1－2 年 12.78% 

上海东方亿帆服饰有限公司 借款方 
代垫诉讼相

关费用 
98,123.00 1－2 年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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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放贷款和垫款 

1、 发放贷款和垫款账龄分析 

账  龄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贷款损失 

准备 

账面余额 贷款损失 

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149,100,000.00  64.05  1,641,000.00  148,700,000.00 71.42 1,487,000.00 

1-2 年（含 2 年） 
33,000,000.00  14.17  460,000.00  59,500,000.00 28.58 5,902,000.00 

2-3 年（含 3 年） 
50,700,000.00  21.78  5,814,000.00     

合  计 
232,800,000.00  100.00  7,915,000.00  208,200,000.00 100.00 7,389,000.00 

 

2、 发放贷款和垫款按风险类别披露 

账  龄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贷款损失 

准备 

账面余额 

贷款损失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正常 
154,100,000.00  66.19  1,541,000.00  157,500,000.00 75.65 1,575,000.00 

关注 
68,700,000.00  29.51  1,374,000.00  40,700,000.00 19.55 814,000.00 

次级 
            

可疑 
10,000,000.00  4.30  5,000,000.00  10,000,000.00 4.80 5,000,000.00 

损失 
            

合  计 
232,800,000.00  100.00  7,915,000.00  208,200,000.00 100.00 7,389,000.00 

 

(四) 固定资产原价及累计折旧 

1、 固定资产原价 

类 别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电子设备 431,205.00 2,563.25  433,768.25 

 

2、 累计折旧 

类 别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提取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电子设备 164,777.80  82,791.57  247,56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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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类  别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电子设备 266,427.20 2,563.25 82,791.57 186,198.88 

 

(五)  长期待摊费用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摊销 其他减少 期末余额 

装修费 1,521,563.92  507,188.04  1,014,375.88 

 

(六)  资产减值准备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转 回 转 销 

坏账准备 7,021.28 28,650.77   35,672.05 

贷款损失准备 7,389,000.00 526,000.00   7,915,000.00 

合  计 7,396,021.28 554,650.77   7,950,672.05 

 

(七) 短期借款 

借款条件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保证借款 5,000,000.00 10,000,000.00 

 

(八) 应付职工薪酬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短期薪酬 300,000.00 2,834,714.95 2,834,714.95 300,000.00 

（1）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300,000.00 2,312,637.60 2,312,637.60 300,000.00 

（2）职工福利费  186,478.88 186,478.88  

（3）社会保险费  136,808.84 136,808.84  

其中：医疗保险费  122,586.30 122,586.30  

      工伤保险费  9,481.69 9,481.69  

      生育保险费  4,740.85 4,740.85  

（4）住房公积金  154,996.00 154,996.00  

（5）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43,793.63 43,793.63  

二、设定提存计划  278,510.68 278,5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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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1）基本养老保险费  262,495.87 262,495.87  

（2）失业保险  16,014.81 16,014.81  

合  计 300,000.00 3,113,225.63 3,113,225.63 300,000.00 

 

(九) 应交税费 

税费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计缴标准 

增值税 172,318.22  6.00%、3.00% 

营业税  165,367.45 5.00% 

城建税 8,615.91 8,268.37 7.00% 

企业所得税 2,399,142.41 1,737,527.29 25.00% 

个人所得税 102,062.63 167,832.30 
超额累进税

率 5%-45% 

教育费附加 8,615.91 8,268.37 5.00% 

河道管理费 1,723.18 1,653.67 1.00% 

合  计 2,692,478.26 2,088,917.45  

 

(十) 应付利息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银行借款利息 6,978.13 16,362.50 

 

(十一) 其他应付款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其他应付款 131,959.96 66,301.88 

 

(十二) 实收资本 

出资方 

名称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出资 

比例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60,000,000.00 40,000,000.00  100,000,000.00 50.00% 

上海大众嘉定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 
40,000,000.00  40,000,000.00   

上海虹口大众出租 40,000,000.00   40,000,00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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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方 

名称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出资 

比例 

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

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000,000.00 10.00% 

上海古美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000,000.00 10.00%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000,000.00 10.00% 

合  计 200,000,000.00 40,000,000.00 40,000,000.00 200,000,000.00 100.00% 

注：上述资本金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3]第 114011

号验资报告验证。 

 

(十三) 盈余公积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法定盈余公积 2,598,779.42 1,343,386.34  3,942,165.76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本年度按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十四) 一般风险准备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般风险准备 259,631.84 134,338.63  
 

393,970.47 

      根据《金融企业财务规则》、《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实施指南》及董事会决议，公司

本年度按照净利润的 1%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十五) 未分配利润 

项  目 金  额 提取或分配比例 

 年初未分配利润 23,129,382.93  

加： 本期净利润 13,433,863.35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343,386.34 10.00%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134,338.63 1.00% 

    应付普通股股利 18,000,000.00  

期末未分配利润 17,085,5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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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22,868,706.87  28,995,612.70  

 

按业务类别列示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利息收入 22,581,135.88  27,334,836.00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287,570.99  1,660,776.70  

合  计 22,868,706.87  28,995,612.70  

 

(十七) 税金及附加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营业税 407,119.30 1,366,741.80 

城建税 63,100.14 70,798.26 

教育费附加 63,100.15 70,798.23 

其他 11,490.59  

合  计 544,810.18 1,508,338.29 

 

(十八) 销售费用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销售费用合计 1,273,097.07 969,595.80 

其中金额较大的有：   

工资薪金及工资附加     1,213,046.12      959,883.34  

 

(十九) 管理费用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管理费用合计 3,616,862.70 3,590,398.89 

其中金额较大的有：   

工资薪金及工资附加 1,900,179.51 1,633,0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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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办公费 56,120.13 108,095.04 

租赁费 693,771.60 657,852.00 

递延资产摊销 507,188.04 507,188.04 

股东大会、董监事会费 127,250.00 131,506.60 

 

(二十) 财务费用 

类  别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利息支出 272,803.14 1,292,987.52 

  减：利息收入 162,688.86 377,152.43 

其他 5,089.48 5,999.40 

合  计 115,203.76 921,834.49 

 

(二十一) 资产减值损失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坏账损失 28,650.77 280.70 

贷款损失准备 526,000.00 4,817,490.00 

合  计 554,650.77 4,817,770.70 

 

(二十二) 投资收益 

项目或被投资单位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卖入返售金融资产收益 121,546.70 259,840.30 

 

(二十三) 营业外收入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政府补助 1,035,738.97 409,069.04 

 

(二十四) 所得税费用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当期所得税费用 4,487,504.71 4,462,8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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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3,433,863.35 13,393,758.37 

加：资产减值准备 554,650.77 4,817,770.70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82,791.57 82,494.88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507,188.04 507,188.0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收益以“－”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272,803.14 1,292,987.52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21,546.70 -259,840.30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66,845.67 -28,070.4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669,654.64 -832,760.52 

其    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32,559.14 18,973,528.29 

二、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2,734,197.39 35,165,278.06 

减：现金的年初余额 35,165,278.06 38,978,150.16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年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431,080.67 -3,812,8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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